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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靠喝酒逃避贫困事实，如今奋起，800株粉蕉将助其摘贫帽

黄友健：别人能脱贫，我肯定也能
■ 本报记者 李磊
得知有记者来，五指山市毛道乡
毛道村贫困户黄友健钻出茂密的粉蕉
林。此前，他正在粉蕉林地里清理残
留的地膜。
枯叶、
泥土、
汗水混合在一起，
黄友
健的脸被抹成了大花脸，
站在一片长势
喜人的粉蕉林前，
他介绍着自己的脱贫
成果：
这是先前花2000多元，
从乐东黎
族自治县引进的800株粉蕉苗，
如今已
经长到了四五米高，
很快就要挂果了。
然而谁能想到，就一年前，眼前这
位勤劳的农民，曾经却是一个天天靠
着喝酒逃避贫困现实的贫困户。
毛道村，地处五指山区，一条狭窄

开栏的话

脱贫榜样

伴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不少建档立卡贫困户们在自身的努力和政府的帮扶下，历
经了思想的转变，
付出了脱贫的具体行动。不少贫困户开始渐渐摆脱贫困，走向新的生活。
今天起，本报开设“脱贫榜样”专栏，通过报道我省各市县贫困户中为脱贫而努力奋斗的
典型，
给广大贫困户提供主动脱贫的榜样力量，
敬请关注。

的盘山小路，是这个小山村与外界唯 “历史”
，黄友健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一的通道。曾经，橡胶是村民们的主
今年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黄友
要产业，黄友健家也不例外。橡胶价
健在距离毛道村不远处的乐东万冲
格好的时候，他凌晨起来割几十斤胶
镇，发现不少村民靠着种植的粉蕉脱
水，背到收购点，一天就能赚个一百多
贫致富。这让他动了心：同样的自然
元，日子过得不紧不慢。过惯了这种
条件，
别人能脱贫，我肯定也能行！
“满足”的日子，不知不觉，家里 3 亩粮
获悉黄友健有了主动脱贫的想
食地撂了荒。
法，毛道村的驻村第一书记符坤为他
“这两年，眼看着橡胶收购价格下
打气：如果他种粉蕉，村里可以为他联
跌，家里开始入不敷出。”黄友健说，这
系收购点，解决销路问题，还提供免费
个时候，家中两个孩子到了上学的年
的肥料、农资帮扶，并且一亩粉蕉林还
纪，加上父母突发疾病，他东借西凑，
能得到 600 元的补贴。这让他更加坚
家里欠下了一大笔债，黄友健一家也
定了脱贫的信心。
戴上了贫困户的帽子。
回到家里，黄友健再也没碰过酒
“那段时间，老是坐在村里喝酒，
瓶。他没事就到乐东的粉蕉种植户家
昏昏沉沉一天就过去了。”说起那段
中 转 一 转 ，向 他 们 讨 教 粉 蕉 种 植 技

术。在村里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人待
在山上——村里手机没有 4G 信号，
他徒步走到最近的移动基站，坐在基
站附近的大树下查询着粉蕉种植技
术，一查就是大半天。
毛道乡地处海南岛腹地，四周环
绕着的山地成了绝佳
“避风港”。在台
风侵袭地带不适合种植的粉蕉，在这
里能够很好地生长。此外，相对于普
通香蕉，粉蕉皮薄肉甜、营养价值高，
在市场上一定能卖出好价钱。经过深
思熟虑，黄友健决定种粉蕉脱贫。
今年 7 月，黄友健怀揣着东借西
凑的 2000 多元钱，坐上了开往乐东的
班车，买回了 800 株粉蕉苗，在自家 3
亩已经撂荒多年的地里种下。

粉蕉苗逐渐成长，黄友健将自己
的微信昵称改成了“南兄粉蕉”，将粉
蕉苗的长势“刷”进了朋友圈，开始提
前推介自己的粉蕉产品。目前，他的
粉蕉已经被收购商预订一空，他有希
脱贫。
“这样积极脱贫的贫困户，
自身拥
有脱贫的动力，可以为其他贫困户做
出一个好榜样。”符坤说，他找到了黄
友健，希望黄友健能在脱贫上更上一
层楼：一方面要他考虑带动村里其他
贫困户一起种粉蕉，
一方面还让他利用
富余的土地、
利用政府提供的豪猪苗建
立豪猪养殖合作社，
这样不仅能够推动
产业多样性发展，
还能带动村里贫困户
脱贫。 （本报五指山12月11日电）

第八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省教育厅厅长将讲解教育扶贫内容
本报海口 12 月 11 日讯 （记者陈蔚林 实
习生陈卓斌）12 月 12 日 20 时，第八期省脱贫
致富电视夜校（下称“电视夜校”
）将在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进行播出。届时，省教育
厅厅长曹献坤将为大家介绍并讲解教育精准
扶贫内容。
据介绍，教育精准扶贫就是通过精准帮扶、
精准资助，让每一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孩子
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从而学知识、长本
领、促就业，从根子上斩断贫困链，彻底改变家
庭命运。
在此期电视夜校中，曹献坤除了要向观众
介绍 3 个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外，还将把省
教育厅法律顾问贾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
岭镇某学校王校长以及曾因贫辍学的励志姑娘
朱晓莹带到节目现场，由他们讲述经历体现政
府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的帮扶政策、国家
法律对保障孩子受教育权的相关规定、政府对
于特殊学生的帮扶政策等。
电视夜校播出的同时，海南省“961017”脱
贫致富服务热线也一同开放，随时受理群众对
精准脱贫相关政策、法规的咨询，
以及在产业发
展、生活保障、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诉求。
电视夜校还将于当晚 20 时 45 分在三沙卫
视播出。

提升扶贫信息化水平

我省集中培训
240名扶贫骨干
本报嘉积 12 月 11 日电 （记者刘梦晓 通
讯员裴兴旺 吴晓笙）12 月 9 日，全省动态调
整和建档立卡数据信息录入培训班在琼海开
班，海口、三亚、琼海、儋州等 18 个市县和洋
浦经济开发区的 240 名业务骨干参加培训。
培 训 课 上 ，国 务 院 扶贫办信息中心工程
师边玉芳讲解了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建档
立卡系统操作、结对帮扶录入操作和扶贫项
目录入操作等内容，并现场 解 答 了 学 员 们 提
出的疑问。
据了解，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建档立卡数据
录入工作是按照国务院扶贫办要求开展的，此
次培训旨在提高全省扶贫信息化水平，进一步
推进全省动态调整工作，确保如期完成国务院
扶贫办部署的数据录入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提供信息技术保障。

“合伙”种菜共同致富

12 月 8 日，在屯昌县坡心镇关朗村的光明瓜菜种植合作社种植基地里，村民们忙着冬种。该合作社有 20 多户
农户加入，其中 13 户是贫困户，合作社采用自筹加政府补贴的模式，开辟瓜菜基地 200 余亩，铺设水肥一体化管网
3000 米，
将有效帮助贫困户增加收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余军军 邓积钊 摄

精准施策助脱贫

海口大致坡镇昌福村整合资源精准施策整村推进效果良好

扶贫因人而异 致富因地制宜
■ 本报记者 单憬岗 特约记者 梁崇
平
“我听说今年养鸡能赚钱，能不能
再给点补贴买鸡苗？”近日，当海口市
美兰区大致坡镇昌福村贫困户梁安全
提出要求时，村委会主任何和铭很是
慎重，经过详细考察后他放心了，梁安
全不仅有致富的想法、更有致富的志
气和能力，于是答应了他。
今年大致坡镇在深入调研、充分
听取群众意见基础上编制完成《昌福
村整村推进工作方案》，对照整村推进
十项标准，多方整合资源，共筹措资金
811 万元，区、镇、村级联动，多措并
举，通过产业帮扶、教育帮扶、危房改
造、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措施，在贫
困村昌福村大力实施整村推进，取得
良好效果。

扶贫亮点
大致坡镇共筹措资金 811 万元，
通过产业帮扶等一系列措施，
在昌福村实施整村推进
结合环境条件、劳动力情
况及个人意愿，帮扶贫困
户发展家庭种养产业

一户
一策

“竹苗是政府买的，大棚也是政府
出钱搭建的，现在生活有奔头了。”45
岁的贫困户冯推愿站在自家的富贵竹
大棚里说。这是他在政府扶持下，在
两三个月前种下的。富贵竹生长周期
约为八九个月，也就是说半年后他就
能够收获第一批富贵竹了。
“富贵竹一般每株可以卖到四五毛

因地制宜，扶持村民成
立海口美篆农业专业合
作社，发展旅游致富
制图/陈海冰

一村
一策

钱，这样一来每亩可以卖到八九千元，
第一批的纯利润就能有两三万元！”
他
告诉记者，
镇里安排的技术人员还手把
手教他培土、
浇水、
施肥、
防病。
据大致坡镇镇委书记刘娜介绍，
昌福村扶贫的精准施策不仅体现在因
人而异、一户一策上，
也体现在因地制
宜、一村一策上。

昌福村下辖的美篆村民小组，是
远近闻名的文化名村。美篆村有着深
厚的侨乡文化，全村归侨侨眷有 39 户
190 多人，海外侨胞 200 多人，同时还
是革命老区村庄。于是，在政府的扶
持下，
村民决定打出古村落文化、侨乡
文化和红色文化三张牌，成立海口美
篆农业专业合作社，走乡村旅游致富

之路。美篆村决定在现有基础上，拟
建农耕科普体验园、乡土文化娱乐园
等 10 个主题园区，吸引旅客前来。
刘娜说，昌福村在整村推进过程
中，充分结合区位特点和资源优势，
扶
持特色产业发展，重点帮助贫困户脱
贫，以每户不低于 4000 元的标准，扶
持贫困户大力发展蜜柚、油茶、三角宁
地瓜、肉鸡、黑山羊等特色优势产业和
养殖业。
此外，该村地多人少，劳动力匮
乏，镇政府引导村民参加“公司+农
户”模式，
即村民将土地租给种植公司
收取租金。以美篆村民小组为例，村
民将土地出租给种植公司收取租金，
同时也可以到公司工作赚取工资。目
前，这种“公司+农户”的方式仅收租
部分就给美篆村民带来每年 12 万元
的收入。 （本报海口 12 月 11 日讯）

为助中兴镇贫困户脱贫

澄迈投520多万元建黑猪养殖场
本报金江 12 月 11 日电 （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黄菲）一头头体型适中、
背腰平直、四肢健壮的黑猪正在争抢
着吃食……这是记者今天在澄迈县中
兴镇黑猪养殖场看到的景象。据悉，
为帮扶贫困户脱贫致富，近日，
由澄迈
县政府投资 524.7 万元建设的 3 个猪
场已陆续建成，养殖场采用“公司+合
■■■■■

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将带动 498 户
贫困户脱贫。
据了解，中兴镇贫困人口总数较
多，共有 498 户 2052 人。其中，贫困
户 260 户 1034 人，巩固提升户 238 户
1018 人，贫困人口覆盖了 12 个村委
会，72 个自然村。中兴镇结合实际，
将生态畜牧业作为脱贫攻坚和生态治

理的重要抓手，决定以“公司+合作
社+贫困户”模式发展黑猪养殖，逐步
带动贫困户脱贫。
海南天地壹号畜牧有限公司是一
家从事黑猪养殖的企业，有规范的管
理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营经验，该公
司负责黑猪养殖基地的技术指导和管
理；孔水村、横滩村由村党支部牵头分

别成立了孔水、里万和横滩 3 个专业
合作社；为帮助合作社扩大养殖规模，
政府先后投入资金 524.7 万元，建设 3
个 5000 平方米左右的猪场，1 批次可
养殖黑猪 3500 多头，按照 1 年 2 批次
计算，共可养殖 7000 多头，预计每个
合作社每年可获得 76 万元的收益，根
据协议，收益金的 8%作为合作社管

■■■■■

理和维修金，
92%用于贫困户的分红。
此外，为了推动产业扶贫工作，
中兴镇还将充分结合贫困户集中的
特点，利用林地面积大的优势，继续
推进无籽蜜柚、山茶油等高效特色产
业。目前，中兴镇无籽蜜柚种植工作
已经进入种植阶段，各项工作正在有
序推进。

琼中奖励吸纳
贫困人口就业企业
本报营根 12 月 11 日电 （记者王培琳）近
日，记者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就业局获悉，为
鼓励各企业（个体户）创业，并吸纳带动贫困户
人员就业，琼中将对县域内企业（个体户）吸纳
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员转移就业年累计 3 个月以
上的，依据吸纳贫困人口数量给予 2000 元至
5000 元不等的奖励。
据了解，2016 年琼中企业（个体户）吸纳建
档立卡贫困户人员转移就业年累计 3 个月以
上，每吸纳 1—2 人就业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0 元；吸纳 3—5 人就业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3000 元；吸纳 6 人以上就业的，给予一次性奖
励 5000 元。
琼中就业局鼓励县域内各符合条件的企业
（个体户）尽快到该局申请相关奖励。

屯昌增派196名干部
驻村扶贫
同时制定驻村干部管理制度
本报屯城 12 月 11 日电 （记者邓钰 通讯
员邓积钊 符先胜）近日，记者从屯昌县政府获
悉，截至 11 月底，该县已从各单位抽调 306 名
干部，分别派驻各村开展扶贫工作，并制定了
《屯昌县脱贫攻坚驻村干部管理暂行办法》，确
保各项扶贫工作圆满完成。
据悉，屯昌为保障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干
部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在原选派 42 名村党组织
第一书记和 80 名镇脱贫攻坚工作组成员的基
础上，继续从县“双联双扶”单位和各镇抽调
196 名优秀干部，分别派驻 111 个建档立卡贫
困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截至目前，屯昌已选派 306 名驻村干部，除
第一批选派的 30 名第一书记将于 2017 年 1 月
份挂职结束外，其他的驻村干部将驻村工作至
2017 年底。
同时，还制定了《屯昌县脱贫攻坚驻村干
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驻村干部工作职责、
纪律制度以及管理监督机制等，要求驻村干
部 必 须 做 好 全 村（社 区）贫 困 户 建 档 立 卡 审
核、动态管理、政策宣传培训等工作，并在每
个工作日写驻村日记实行每周一报，以及建
立每月例会制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提供坚强
的组织保障。
■■■■■

